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

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

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出版说明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感恩社会、回报国家，

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三峡集团”）成长的初心，也是中国三峡集团恒久不变的

坚守。多年来，中国三峡集团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聚焦脱贫攻坚这一主题主线，积极履行中央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全力以赴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展示了央企担当和三峡力量。

为深入系统总结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成果，记录和展示中国三峡集团帮扶地区脱贫攻坚以来的新变

化、新面貌、新生活，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我们编辑出版了《脱贫攻坚	三峡力量》系列画册。

本系列画册由 1 个主画册和 8 个分画册组成。其中，《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巡礼画册》是主画册，全面

展示了中国三峡集团在各个帮扶区域和领域取得的帮扶成效。8个分画册包括中国三峡集团定点帮扶奉节、

巫山、万安、巴林左旗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云南少数民族画册、中国三峡集团精准帮扶凉山彝区

三峡新村画册，金沙江“三峡种子基金”项目画册、金沙江“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分别呈现了中国

三峡集团定点扶贫、川滇少数民族帮扶以及金沙江两个品牌项目取得的帮扶成果。

中国三峡集团扶贫工作取得的系列成果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希望通过本系列画册的出版，

让社会公众对中国三峡集团的扶贫工作特别是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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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

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途径。2018 年以来，

中国三峡集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

召，探索教育精准帮扶新模式，在金沙江下游库区 30 多个县全面

推广“三峡教育帮扶”，为库区贫困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点亮

未来的希望。

引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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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金沙 “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的黄柏小学，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师资力量缺乏

中国三峡集团在金沙江下游库区开展教育状况调研

2018 年 10 月 18 日，中国三峡集团与四川省凉山州人民政府在四川西昌签订“三峡教育帮扶”框架协议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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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润金沙 “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金沙江“三峡教育帮扶”项目

“三峡励志班”：激发比学赶帮“三峡班班通”：提供信息化设备

“三峡奖学计划”：	鼓励莘莘学子

对金沙江下游库区全日制本专科移民学生发放三峡

奖学金，每人每年专科 1500 元、本科 2000 元，

直至相应学业阶段结束，并且对获得中级以上职业

资格的中职移民学生发放奖学金 1500 元。共资助

大中专学生 12534 人次。

“三峡烛光行动”：资助支教教师

向金沙江下游库区学校输送一定数量的支教老师，

每名支教老师每年资助 3.5 万元，累计输送支教老

师 219 名。

对金沙江下游库区中小学资助每班每套价值 3万元

的多媒体远程互动教学一体机，累计为 70 所学校

提供“三峡班班通”多媒体教学一体机 367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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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沙江下游库区教育相对

发达的州县初、高中开设“三

峡励志班”，每班每年初中

资助 15 万元、高中资助 20

万元，每班招收移民学生、

贫困家庭学生和品学兼优学

生各三分之一，共开设 10 个

“三峡励志班”。

春风化雨润金沙 引言“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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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的屏幕

无穷的世界

活跃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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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6

为帮助贫困地区孩子共享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

源，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国家在教育欠发达地

区建设“数字校园”，普及“班班通”，打造多媒

体远程互动教学模式。由于地方财力不足，金沙江

下游库区“班班通”覆盖率不到 50%，有些贫困

县仅为 5% 左右。“三峡班班通”对库区中小学资

助多媒体远程互动教学一体机，让库区孩子足不出

户分享优质教育资源。

——“三峡班班通”项目掠影

神奇世界的开启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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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地区很多学校仍采用传统方式教学，教学设施陈旧简陋

“三峡班班通”为贫困学校提供“班班通”信息化设备，助力链接优质教育资源

“三峡班班通”项目助力库区师生实现远程互动教学

新
奇
的
屏
幕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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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对老师进行培训，帮助老师熟悉和运用硬件设备 “三峡班班通”引入了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了山区学校教学质量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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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穷 的 世 界

四川省德昌县德州镇沙坝小学老师用“三峡班班通”设备进行教学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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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将两块黑板推开，露出一块电脑屏幕，为同学们打开了一个无穷的世界 同学们上课时与老师进行互动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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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积极参与课堂互动，给予“三峡班班通”设备高度评价

活 跃 的 课 堂

“三峡班班通”设备有效提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春风化雨润金沙 春之幕“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神奇世界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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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的期盼

点亮的烛光

暖心的妈妈

21

24

28

为克服金沙江下游库区教育力量短缺的困难，

中国三峡集团与当地教育部门合作，在全国的大学

毕业生中，招募有意愿到大山支教的志愿者，持续

为偏远山区中小学提供支教老师，弥补当地教师数

量不足、师资结构失衡的短板，改善教育软环境，

实现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可持续提升。

——“三峡烛光行动”项目掠影

支教老师的到来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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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贫困学生渴求知识，期盼更多更好的老师

给他们点亮前行的道路

殷 切 的 期 盼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20 21



凉山州金沙江下游库区

9县市

教师缺口达

3000多名

22 23

春风化雨润金沙 “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风之华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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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烛光行动”为支教老师提供规范系统的岗前培训 优秀的支教老师获颁证书，激励后来者

点 亮 的 烛 光

三峡烛光行动授旗仪式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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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受募支教志愿者培训完之后，

参加考核

培训间隙，支教老师们穿上了民族服饰进行才艺展示

培训总结会上，志愿者们也确定

了支教学校，大家都很激动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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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梅老师的到来，让同学们高兴不已

彭薇老师负责学校六个年级共八个班的音乐课程，除了音乐课，还承担了美术课程的教学

同学们的美术作品

暖 心 的 妈 妈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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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霞老师已经是连续三年参加“三峡烛光行动”了，深受同学们喜爱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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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非常喜欢上支教老师的课 支教老师中的“四朵金花”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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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语老师负责学校一至六年级的音乐课，同学们学到了更多的歌曲 曾俏老师教同学们画画，不仅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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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烛光行动”点

亮了孩子的梦想

张萌老师正在讲授思想政治课

春风化雨润金沙 风之华“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支教老师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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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的羁绊

激发的志向

放飞的梦想

40

46

52

“三峡励志班”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品质教育，

激励学生努力向上，追求进步，并希望通过励志班

以点带面，带动库区孩子努力读书。

——“三峡励志班”项目掠影

大山孩子的奋飞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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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大山虽然阻隔着远方，但是无法阻挡孩子们对美好希望的向往

去 除 的 羁 绊

家里虽然简陋，但仍无

法阻挡他们追求美好生

活的脚步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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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三峡集团的关爱，为“三峡励志班”的同学们增添了发奋读书的动力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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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南中学的“三峡励志班”，同学们正在认真听课 同学们积极与老师互动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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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励志班”的同学们正在图书馆上阅读课

激 发 的 志 向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46 4746



上课时同学们一丝不苟，参加活动时积极互动

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团结合作和拼搏友爱精神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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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拓展活动，寓教于乐 开展敬老活动，传承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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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励志班”给他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 同学们对未来充满憧憬

放
飞
的
梦
想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52 53



参加冬令营活动，在活动中大家各展所长

春风化雨润金沙 化之蝶“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大山孩子的奋飞

54 55



“三峡奖学计划”为金沙江下游库区移民大中

专学生发放奖学金，每人每年专科 1500 元、本科

2000 元，直至相应学业阶段结束。助力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实现梦想。

——“三峡奖学计划”项目掠影

栋梁之材的成长

春风化雨润金沙 雨之润“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栋梁之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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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学生为“三峡奖学计划”设计了专门的标识

“三峡奖学计划”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春风化雨润金沙 雨之润“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栋梁之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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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奖学计划”获奖学生发表获奖感言与展示才艺 “三峡奖学计划”拓宽了他们展示才华的空间

春风化雨润金沙 雨之润“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栋梁之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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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奖学计划”的获奖学生定期举办拓展联谊活动，鼓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三峡奖学计划”获奖学生刘昌楚大学毕业后参加三峡烛光行动

春风化雨润金沙 雨之润“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栋梁之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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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三峡教育帮扶”行动为金沙

江下游库区撒下种子，播下希望，孕育力量！

春风化雨润金沙 “三峡教育帮扶”项目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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